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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差值扩张和平移矢量地图可逆水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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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传统差值扩张水印算法的基础上，对水印嵌入和数据恢复公式进行了改进，无需计算顶点对之间的

均值，即可在提取水印的同时，实现数据的完整恢复。仿真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算法相比，改进的差值扩张

和平移算法具有更大的嵌入容量和有效信息载荷，数据误差更可控，保密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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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水印技术已成为矢量地图版权保护的重

要手段［１，２］。但是，传统水印往往由于水印的嵌

入而使原始载体的质量下降，于是学者们提出了

可逆水印技术。目前，对可逆水印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栅格图像领域［３８］，而研究矢量地图的可逆水

印较少。Ｖｏｉｇｔ等人最早提出了矢量地图的可逆

水印算法，但该算法对原始矢量地图造成的扰动

过大，并且嵌入水印的容量较小［９］。邵承永等人

将文献［５］的差值扩张技术应用于矢量地图，通过

修改相邻顶点坐标的差值来嵌入水印，在提取时

可以完整恢复地图数据，但该算法需要存储定位

图［１０］。武丹在邵承永算法的基础上对点对进行

了改进，引入了差值扩张和差值平移技术［１１］，不

需要存储定位图，与传统算法相比，具有更高的嵌

入率，可扩展的差值是传统算法的２倍左右，但由

于除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顶点外，其他的顶点在

水印嵌入阶段均被改变了两次，这有可能使部分

顶点的误差超限。本文对传统的差值扩张算法进

行了改进，无需计算顶点对之间的均值，只需将第

一个顶点的坐标与水印负载一起嵌入，除第一个

顶点坐标不改变外，其他顶点坐标只需改变一次。

１　差值扩张可逆水印算法

差值扩张是较常用的可逆水印构造算法，该

算法首先将顶点序列两两配对，然后通过计算相

邻顶点坐标值的差值和均值构造可逆水印。设顶

点对的数目为犖，则可组成ｆｌｏｏｒ（犖／２）个顶点对

（ｆｌｏｏｒ 为 向 下 取 整 函 数 ），用 狓犻１，狔
犻（ ）１ 和

狓犻２，狔
犻（ ）２ 表示两相邻顶点整数化后的坐标值，犻∈

１，２，…，ｆｌｏｏｒ（犖／２｛ ｝），则有：

犱犻狓 ＝狓
犻
１－狓

犻
２

犿犻狓 ＝ｆｌｏｏｒ 狓犻１＋狓
犻（ ）２ ／（ ）

烅
烄

烆 ２
（１）

其中，犱犻狓 和犿
犻
狓 分别表示相邻顶点坐标值的差值

和均值。

恢复顶点坐标的逆过程如下：

狓犻１ ＝犿
犻
狓＋ｆｌｏｏｒ 犱犻狓＋（ ）１／（ ）２

狓犻２ ＝犿
犻
狓－ｆｌｏｏｒ犱

犻
狓／（ ）

烅
烄

烆 ２
（２）

通过差值扩张有：

犱犻′狓＝２犱
犻
狓＋ω犻 （３）

其中，犱犻′狓为扩展后的差值；ω犻 表示待嵌入的二进

制比特流，显然ω犻∈ ０，｛ ｝１ 。

设地图的精度容忍度为τ，则由文献［１０］可

知，对于满足－２τ＋１≤犱
犻
狓≤２τ－２的差值，可利

用式（３）进行差值扩展，实现水印信息的嵌入，再

由式（２）得到修改后的坐标。在水印提取阶段，通

过式（１）计算相邻顶点序列的差值犱犻狓
′，取出差值

中的水印位ω＝ＬＳＢ（犱
犻
狓
′），同时恢复差值，最后根

据式（２），由恢复的差值犱犻狓 和均值犿
犻
狓 恢复坐标。

差值扩张技术能够实现数据的完整恢复，但

可扩展差值较少，其恢复过程依赖于顶点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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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值和均值，必须计算顶点对的均值，结合恢复

的差值才能够完整恢复顶点坐标，这使得算法效

率不高。

２　改进的差值扩张和平移可逆水印

算法

２．１　算法原理

改进的差值扩张可逆水印算法在差值扩张算

法的基础上对水印嵌入和数据恢复算法进行了改

进，结合点对改进可增加可扩张差值的特点［１１］，

将顶点集的狓坐标值构成序列 狓１｛ ，狓２，…，狓犻，…，

狓 ｝狀 ，由式（４）计算差值，并组成序列 犱１｛ ，…犱犻，…

犱狀 ｝－１ ：

犱１ ＝狓２－狓１，…，犱犻＝狓犻＋１－狓犻，…，

犱狀－１ ＝狓狀－狓狀－１，犻∈ ｛１，２，…，狀－１｝ （４）

其恢复坐标的逆过程为：

狓２ ＝狓１＋犱１，…，狓犻＋１ ＝狓犻＋犱犻，…，

狓狀 ＝狓狀－１＋犱狀－１，犻∈ ｛１，２，…，狀－１｝ （５）

　　同样，由式（３）可以得到扩张的差值序列

犱′１｛ ，…，犱′犻，…，犱′狀 ｝－１ ，由式（５）得到嵌入了水印信

息的顶点狓坐标值序列 狓′１｛ ，…，狓′犻，…，狓′｝狀 。对

于给定的地图精度容忍度τ，应满足 狓′犻－狓犻 ≤τ，

结合式（３）和式（５），有 ２犱犻狓＋ω犻－犱
犻
狓 ≤τ，可得

到：

－τ≤犱
犻
狓 ≤τ－１，犻∈ １，２，…，狀－｛ ｝１ （６）

　　通过式（６）可知，位于［－τ＋１，τ－１］区间的

差值为可扩张差值，差值扩展后，这部分差值区间

变为［－２τ＋１，２τ－１］。为使位于［－２τ＋１，－τ

＋１）和（τ－１，２τ－１］的差值在水印提取阶段能够

被成功抽取，在水印嵌入阶段，采用式（７）对不同

区间的差值分别进行差值扩张和差值平移，嵌入

水印位：

犱′＝

２犱＋ω，－τ＋１≤犱≤τ－１

犱＋τ，犱＞τ－１

犱－τ，犱＜－τ＋

烅

烄

烆 １

（７）

　　在数据恢复阶段，依据顶点之间的差值判断

是进行了差值扩张还是差值平移，并利用式（８）进

行水印的提取和差值的恢复：

ω＝ＬＳＢ（犱′狓）

犱＝

ｆｌｏｏｒ（犱′／２），－２τ＋１≤犱′≤２τ－１

犱′＋τ，犱′＞２τ－１

犱′－τ，犱′＜－２τ＋

烅

烄

烆 １

（８）

　　利用式（５）结合恢复的差值和第一个顶点的

坐标值依次恢复坐标。需要指出的是，前一个顶

点的坐标恢复后，才能恢复下一个顶点的坐标。

２．２　水印的嵌入步骤

数字矢量地图可逆水印是通过相邻顶点坐标

的差值扩张进行嵌入的，由于矢量地图的顶点坐

标通常都是有固定精度的浮点数，所以嵌入前需

将其转换成整数值。假定地图坐标精确到小数点

后３位，在嵌入水印前，通过将所有顶点的狓和狔

坐标乘以１０３转换成整数坐标，嵌入后再还原为

浮点数，以便重构地图。由于在数据恢复阶段需

要知道第一个顶点的坐标，因此，在数据嵌入阶

段，需要将第一个顶点的整数坐标值转换成二进

制（ｆｉｒｓｔ犘），与待嵌入的水印信息（ｐａｙｌｏａｄ）一起

组成水印数据犠（犠＝ｆｉｒｓｔ犘＋ｐａｙｌｏａｄ），通过差

值扩张嵌入水印数据犠。

设矢量地图的顶点总数为犖，若用狓坐标值

构造水印，具体嵌入步骤如下：

１）读取矢量地图顶点的坐标，将其转换成整

数，并组成顶点坐标序列犘；

２）对于顶点的狓坐标值序列 狓１｛ ，狓２，…，狓犻，

…，狓 ｝犖 ，经式（４）计算后，组成差值序列 犇＝

犱１｛ ，犱２，…，犱犻，…，犱犖 ｝－１ ；

３）由式（６）计算出地图可嵌入的水印容量，

从而判断对于给定的水印数据犠，地图是否有足

够的容量完整嵌入，如果可嵌入水印的容量小于

给定的值，则不能提供足够的嵌入空间，退出程

序，否则继续进行下面的步骤；

４）将水印的嵌入次数狀预置为０，依据式（７）

判断是进行差值扩张还是差值平移，当差值扩张

时，若ω＝０，则犱′犻＝２犱犻；若ω＝１，则犱′犻＝２犱犻＋１，犻

∈ １，２，…，犖｛ ｝－１ ，实现水印数据犠 的嵌入，每

嵌入一次，将嵌入的水印信息从待嵌入水印序列

里移除一位，若水印序列清空，则水印的嵌入次数

狀＋１，并将水印负载ｐａｙｌｏａｄ重新载入，令犠＝

ｐａｙｌｏａｄ，继续嵌入，直至最后一个差值嵌入（或平

移）完毕；

５）通过式（５）和改变后的差值序列 犇′＝

犱′１｛ ，犱′２，…，犱′犻，…，犱′犖 ｝－１ ，计算嵌入了水印信息

的顶点狓坐标值序列 狓′２，…，狓′犻，…，狓′｛ ｝犖 ；

６）将狓１ 和嵌入了水印信息的顶点狓坐标值

序列 狓′２，…狓′犻，…，狓′｛ ｝犖 还原为浮点数序列。

同理，可以对狔坐标值进行水印嵌入处理。

２．３　水印的提取与数据恢复

在水印提取阶段，利用式（８）进行水印数据的

提取和顶点差值序列的恢复。水印数据的前３２

位为第一个顶点的二进制坐标信息。提取出第一

个顶点的坐标后，采用式（５）依次恢复后面顶点的

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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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值。具体步骤如下：

１）读取矢量地图的顶点坐标，将其转换成整

数，并组成顶点坐标序列犘；

２）对于顶点的狓坐标值序列 狓１｛ ，狓２，…，狓犻，

…，狓 ｝犖 ，可由式（４）组成差值序列犇′＝ 犱′１｛ ，犱′２，

…，犱′犻，…，犱′犖 ｝－１ ；

３）利用式（８）判断差值是进行了扩张还是平

移，当－２τ＋１≤犱′≤２τ－１时，表明是进行了扩

张，可采用ω＝ＬＳＢ（犱′狓）进行水印数据的提取，采

用犱＝ｆｌｏｏｒ（犱′／２）进行差值序列犇＝ 犱１｛ ，犱２，…，

犱犻，…，犱犖 ｝－１ 的恢复；

４）根据式（５）结合恢复的差值序列犇和提取

出的第一个顶点的整数坐标值（ｆｉｒｓｔ犘）依次恢复

坐标，由第一个顶点的坐标狓１ 和差值犱１，根据狓２

＝狓１＋犱１ 可以恢复第二个顶点的坐标狓２；由狓２

和差值犱２，根据狓３＝狓２＋犱２ 可恢复第三个顶点

的坐标狓３，依次可恢复所有顶点的坐标；

５）将狓１ 和恢复后的顶点坐标｛狓２，…，狓犻，

…，狓犖｝还原为浮点数。

同理，对于狔坐标可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处

理。

３　实验与分析

本文对不同类型的地图进行了实验，限于篇

幅，以图１（ａ）的等高线为例，图２、图３分别给出

了隐藏了水印信息的等高线局部放大、恢复后的

地图和从狓坐标中提取出的水印的效果图。表１

为以图１所示的三类地图为水印载体，在 Ｍａｔｌａｂ

７．０平台下进行的仿真实验结果及其与其他文献

算法结果的比较。其中三类测试地图的精度容忍

度均为０．２ｍ，嵌入过程同时使用狓坐标和狔 坐

标。

对于图１（ａ），文献［１１］和本文算法的嵌入容

量约为文献［１０］算法的２倍；对于图１（ｂ）和图

１（ｃ），文献［１０］没有足够的嵌入空间。从表１和

图２、图３的结果可知，本文算法具有很好的透明

性，且整个水印提取和数据恢复过程不需要存储

图１　不同类型的地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ｐｓ

定位信息，与文献［１１］相比，算法的嵌入容量相

当，但本文算法在数据嵌入阶段只对坐标进行了

一次修改，因此，数据误差更可控。

图２　隐藏了水印信息的

等高线局部放大效果图

Ｆｉｇ．２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ｗｉｔｈ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

　　

图３　恢复后的等

高线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ｆｒｅｓｈｅ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

表１　三类地图的仿真实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测试图 算法
顶点

数

可扩

展

嵌入

比特

ＲＭＳＥ狓

／１０－３
ＲＭＳＥ狔

／１０－３

文献［１０］ １６８１７ １０４８５ ３．５４２ ４．１０９

图１（ａ） 文献［１１］６０２５０ ３３８３９ ３３８３９ ０．７６２ ０．９８８

本文算法 ３３８３９ ３３７７５ ０．７６２ ０．９８７

文献［１０］ ４６３８   

图１（ｂ） 文献［１１］１６７９６ １０３８９ １０３８９ ０．９８０ １．１２１

本文算法 １０３８９ １０２９５ ０．９７９ １．１２１

文献［１０］ ３２４５   

图１（ｃ） 文献［１１］ ８６４４ ７１５２ ７１５２ １．４６５ １．４７９

本文算法 ７１５２ ７０８８ １．４６３ １．４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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